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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酒店：
乐享卫浴国际化

维也纳酒店集团创始人，董
事长兼 CEO 黄德满先生指出，
中国精品酒店包括维也纳旗下
的精品酒店品牌大都对品质的
要求相当严苛，核心体验环节可
能接近、达到或者超越五星级的
品质和体验。 其中，高水准的卫
浴系统，是现代商旅人士休息调
养必不可少的配置，这于精品酒
店配套同样重要。

维也纳酒店顺应顾客的需
求，所有卫浴产品采用高质量的
釉面材料，其材质环保水平均达
国际标准。维也纳酒店的淋浴系
统更是达到或超越五星级酒店
的品质，水柱粗细均匀、水珠大
小均匀、压力大小恒定、水温恒
定、4 秒热水即达等超五星核心
体验。

维也纳酒店提供 24 小时不

间断享受按摩般舒适淋浴服务。
劳碌了一天， 沐浴时间是最放
松，也是人生的美好时刻。 此时
可以面对自我，抛开一切，洗去
疲惫，抹去烦忧。

好的卫浴设备，完善的淋浴
系统是必备之选。维也纳酒店淋
浴间精心配置的金属感按摩花
洒，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保证每
一颗水珠大小均匀，水压稳定舒
适，可以做到边淋浴边按摩。 通
过与水珠的亲密接触，以科学精
致均匀的水珠触感按摩穴位，放
松每寸肌肤。顾客朋友们在放松
身心之后，可以保证充足深度睡
眠，从而愉快地进行下一段商旅
之路。

维也纳酒店卫浴的国际化，
让顾客在休息时体验一种无上
的尊荣。

双卡智能王入手
拥有多彩双模生活

在 2011风光无限的千元智能机市场中， 联想乐 Phone� A60
凭借单月 50万的销量，成为当之无愧的双卡双待智能王。 圣诞节
来临前， 在黑色版的基础上， 联想乐 Phone� A60 又推出了白色
版、香槟金色版机型，为即将来到的双节添上了一抹新鲜的颜色。

目前，联想乐 Phone� A60 共有黑色、白色、香槟金色三种配
色方案供用户选择，在缤纷外壳的装饰下，这款机款轻易就能点
亮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在外面设计上，联想乐 Phone� A60 拥有极具动感游戏设计，
无与伦比的圆润外形营造出大气的时尚风范。 周身搭配金属包边
防止手机后壳受到磨损，更让这款机型的细节之处倾注了无微不
至的人性化设计。

联想乐 Phone� A60 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双模双待功能，W+G
的双网双待能满足用户两种生活的轻松切换。 1500毫安的大容量
电池则解决了高清触摸屏耗电量大的问题，耐用持久的续航能力
给用户提供了不间断的智能享受。

在整机性能方面， 联想乐 Phone� A60 配置 650MHz 的强劲
主频，搭载时下最潮流的 Android� 2.3 的智能操作系统，轻松实
现海量应用下载。 同时，这款机型支持最高上行 5.76Mbps，下行
7.2Mbps的网络速率，上行网络速率超越同类产品十几倍，给众多
畅游网络与游戏应用的玩家带无比畅快的移动互联体验。

作为与中国联通深度定制的沃·3G 智能机， 联想乐 Phone�
A60享受中国联通的超值合约计划。最为贴心的是，不足千元的亲
民价格可以让更多用户轻松拥有这款双卡双待智能王，轻松实现
多彩的双模生活。

创维强势登陆
美国 CES展
云电视、SkyPad
斗艳国际舞台

美国西部时间 2012 年 1 月 10-13 日， 备受瞩目的国际消费
电子展(CES2012)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拉开序幕。 作为 CES的常客，
创维携最新 65 英寸云电视、不闪 3D 电视、平板电脑等一系列消
费电子数码新品盛装登场。

云电视领先行业技术
本次 CES2012展上，云电视、智能电视、3D 电视、网络智能等

是创维重点展示的新技术。此次展示的云电视包括 E99RS、E96RS
和 E83RS等系列产品。 其中 E99RS为旗舰产品， 率先采用 OGS
（One� Glass� Solutions）一体化设计，电视机身浑然一体，在关机
状态下感觉不到边框的存在。

创维洞察到消费者 3C 融合背景下分享、沟通的迫切需求，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在全球率先推出云电视。 “创维云电视” 以云
平台为基础，基于 Android智能操作系统，首次在电视上实现云空
间、云服务、云浏览、云搜索等个性化应用，利用强大的云计算技
术，通过网络为用户提供诸多应用所需资源，可以通过软件支持
实现电视屏、手机屏、平板电脑屏三屏互动，云端服务器为后台进
行数据处理和资源整合，为用户提供个性化需求的可扩展平台。

创维拥有领先行业的技术优势，在全球首创云平台。 日前推
出的创维云电视新品， 更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免费为用户升级，
实现云交互应用，包括广域网和局域网的云推送、云预约、云操
控、云语音等交互方式，强大的云电视产品阵营正在给用户带来
的真正改变和视觉盛宴。

创维 SkyPad，开启全新的平板时代
“苹果 IPAD 太贵，性价比平板太废” 的年代似乎已经过去

了，RK2918 芯片为千元的平板引入 android2.3，多点触控，流畅操
作，超强影音，当然还有过得去的 3D 游戏，只要用料厚道，千元也
能酣畅淋漓。

在 CES2012展上，创维推出三款平板M2、M6、M8电脑，开启
一个全新的平板时代，清晰完整地观看整个网页布局，内置上网
分类导航应用， 显示出创维 SkyPad 在网络上冲浪与生俱来的优
势。

据了解, 用创新产品扮美生活是创维品牌一向来的诉求和产
品设计支点，自 2000 年开始，创维推出健康电视、六基色科技、健
康全屏变技术、酷开革命性技术，深受消费者青睐。 本次推出的云
电视等新科技产品，将继续深化创维的创新求变形象。 作为全球
最大的消费电子展会，CES 是全球消费电子技术创新的风向标。
创维的成功展出，标志着其在整合与应用全球领先技术方面走在
了全球企业前列，中国彩电企业正成为全球彩电产品创新的重要
力量。

蒙牛启动“团圆季”爱心行动
新春年礼派送温暖

新 春 将
至， 中国传统
佳节的喜庆气
氛越来越浓，
人们期待团圆
与祝福的心情
也越来 越 强
烈。 12 月 25
日， 蒙牛特别
启动“团圆时
刻 蒙牛送祝
福 到 家 ” 活
动， 消费者在
购买牛奶的同
时， 也能为自
己关心的家人
和朋友送上新春祝福。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大为风靡，微博
逐渐成为人们隔空传情的不二选择。 记
者了解到， 蒙牛也在其新浪官方微博
@我是多多 开辟专区，展开了同一主
题的新春祝福活动。 网友根据活动规则
留下各自的心愿祝福，便有机会为家人
或朋友赢得一份包括蒙牛牛奶新春礼
盒、牛运金龙以及多多公仔在内的新春
祝福大礼包。 活动上线首日，便吸引两
百余名网友热情参与，更被评价为“最
温暖”的春节活动之一。 名为“依山牧秋

風”的网友留言写道，“今年春节，蒙牛
牛奶会比我先到家，为亲爱的爸爸妈妈
带去第一个新年祝愿”。 同一时期，蒙牛
也在网易平台发出“征集令”，众多网友
纷纷通过短信和邮件的形式参与, 向自
己的亲朋好友送上个性“定制”祝福。

12月 30 日，一名微博账号“七个星
星的瓢虫”的网友留言表示，希望为自
己住所附近的空巢老人王大爷送上一
份祝福，“在这个阖家团聚的日子里，他
们才更需要温暖，需要关爱，希望得到
企业支持！ ”网友的倡议得到其他网友

的热烈回应。 短短三四天的时间，活动
就征集到网友心愿两千多条， 超过 1/3
的祝福送给了贫困山区儿童、空巢老人
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及过年还留守工作
一线的员工、爱心行动负责人、留守儿
童学校校长等社会爱心人士。 一个原本
以“团圆祝福”为主题的活动，借助微博
上点燃的情感热潮，正演变为一场全民
参与的公益爱心行动，官方微博也由此
凸显出不一样的价值体现。“社会上有
很多爱心朋友，关键是如何激发大家的
爱心并且有适宜的渠道，从这次活动可
以看到蒙牛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号召
力。 ”一位多年参与社会公益的志愿者
如是评价。

“从家庭小爱到社会大爱，网友们
的行动让我们非常感动。 对于弱势群体
来说，多一分社会关爱，就多一分摆脱
困境的精神力量。 企业的举手之劳，为
他们的人生增添了温暖，也为社会和谐
贡献了一己之力。 ”蒙牛活动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优先选择“公益祝福”，将大家
的心愿实实在在的送到被关爱人面前。
在坚持以生态好品质的牛奶与消费者
分享祝福的同时，蒙牛正以温馨的情感
关怀走进公众心中，成为国人生活的一
枚幸福指标。

扮靓新春
松下新泡沫净岁末送“净” 喜

转眼又是一年春节到，想必很多人
都会趁着辞旧迎新之际给家中的衣物、
床单、被罩、窗帘等来个大清洗，以迎接
新年新气象。 面对繁重的清洗工作，是
不是希望家中有一个 “大魔术师” ，让
衣物即刻变得洁净如新？

而松下推出的新泡沫净系列波轮
洗衣机， 就可以让这个愿望轻松实现。
它如同拥有洗衣魔法一般，不仅可以将
脏污衣物洗得干净清爽还非常节水省
电。

据了解，松下新泡沫净系列的“魔
法” 与其采用的泡沫发生器有很大关
系。 在用普通波轮洗衣机洗涤时，洗衣
粉溶解有一条曲线：将洗衣粉直接投入
桶内， 洗涤启动 5 分钟后才开始溶解。
在时长 12 分钟的单次正常洗涤过程
中， 洗涤溶液发挥作用的时间还不到 7
分钟。 由于洗衣粉不能充分溶解，导致
洗衣机洗净力不高。 如果在开始洗涤
时，洗衣粉得到了充分的溶解，将延长
洗涤溶液的实际工作时间，进而实现洗
净比的大幅提升。

而松下新泡沫净系列所搭载的泡
沫发生器， 经过技术升级和改良后，更
是 “魔力”倍增。 启动洗衣机，在进水
的同时，它就能将洗衣粉迅速地转化为

丰富而细腻的
微泡沫洗涤溶
液。这些洗涤溶
液紧密包裹在
衣物的周围，并
快速渗透到衣
物纤维深处，充
分瓦解并分离
油脂、汗渍等深
层污垢从而实
现洗净均匀率
的大幅提升。而
且，泡沫发生器
的使用，也解决
了洗衣粉残留
问题，更加有效
地保障家人的
健康。

值得一提
的是，松下这款
洗衣机不仅在
洗净方面表现
出色，在节能方
面也是不容小觑。 它的节水立体漂技
术，采取低水位喷淋漂洗和高水位蓄水
漂洗“两步走” 的方式,实现了大幅节
水，并获得国家节水认证。

凭借如魔法般的洗净和节水实力，
松下新泡沫净系列波轮洗衣机将给您
带来不一样的“净” 喜，扮靓您的新春
生活。


